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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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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电流互感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微型电流互感器的术语和定义、准确级、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电力仪器仪表测量与保持用的微型电流互感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22-201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N：温度变化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2900.95-2015 电工术语 变压器、调压器和电抗器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215.311-2008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11部分：机电式有功电能表（0.5、1和2级） 

GB 20840.1-2010 互感器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 20840.2-2014 互感器 第2部分：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JJG 313-2010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 

IEC 62321-4 电工制品中特定物质的测定 第4部分：通过CV-AAS，CV-AFS，ICP-OES和ICP-MS法测

定聚合物，金属和电子中的汞（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substances in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Part 4：Mercury in polymers，metals and electronics by CV-AAS，CV-AFS，ICP-OESandICP-MS） 

IEC 62321-5 电工制品中特定物质的测定 第5部分：通过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AAS）、原子荧光

光谱法（AF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OE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测定聚合物

和电子中镉、铅和铬及金属中镉和铅（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substances in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Part 5: Cadmium， lead and chromium in polymers and electronics and cadmium and 

lead in metals by AAS， AFS， ICP-OES and ICP-MS） 

IEC 62321-6 电工技术产品中特定物质的测定 第6部分：采用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法（GC-MS）测定

聚合物中的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substances in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Part 6: Polybrominated biphenyls and poly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 in polymers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IEC 62321-7-2 电工技术产品中某些物质的测定 第7-2部分：六价铬 采用比色法测定电子聚合物

中的六价铬（Cr（VI））（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substances in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Part 

7-2: Hexavalent chromium – Determination of hexavalent chromium (Cr(VI))in polymers and 

electronics by the colorimetr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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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2321-8 电工技术产品中特定物质的测定 第8部分：采用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法（GC-MS）测定

聚合物中的邻苯二甲酸酯（Determination of certain substances in electrotechnical products –

Part 8: Phthalates in polymers by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 ，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using a pyrolyzer/thermal desorption accessory 

(Py/TD-GC-MS)） 

3 术语和定义 

GB 20840.1-2010、GB 20840.2-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互感器 instrument transformer 

旨在向测量仪器、仪表和保护或控制装置或者类似电器传送信息信号的变压器。 

[GB 20840.1-2010，定义3.1.1] 

 

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其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实质上成正比，且其相位差在连接方法正确时接近于零

的互感器。 

 

最大电流 maximum current 

微型电流互感器能满足其准确级的最大工作电流。 

 

额定频率 rated frequency 

产品设计所依据的颊率。 

注： 改写GB/T 2900.95-2015，定义2.1.6。 

 

一次绕组 primary winding 

流过被变换电流的绕组。 

注： 改写GB/T 2900.95-2015，定义4.3.5。 

 

二次绕组 secondary winding 

对测量仪器、仪表、保护或（和）控制装置电流回路供给电流的绕组。 

注： 改写GB/T 2900.95-2015，定义4.3.6。 

 

额定一次电流 rated primary current 

作为微型电流互感器性能基准的一次电流值。 

 

额定二次电流 rated secondary current 

作为微型电流互感器性能基准的二次电流值。 

 

实际电流比 actual transformation ratio 

微型电流互感器中的实际一次电流与实际二次电流之比。 

 

额定电流比 rated transformatio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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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流与额定二次电流之比。 

 

负荷 burden 

二次绕组的外接阻抗，单位为Ω。 

 

额定负荷 rated burden 

确定微型电流互感器准确级所依据的负荷值。 

 

电流误差 current error 

微型电流互感器在测量电流时所出现的误差，它是由于实际电流比与额定电流比不相等造成的。 

 

相位差 phase displacement 

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相量的相位之差（相移)，单位为分(')。相量方向是按理想互感器的相位角为

零来决定的。若二次电流相量超前一次电流相量，则相位差为正值。 

注1：本定义只在电流为正弦波时正确。 

注2：改写GB 20840.1—2010，定义3.4.4。 

 

相位误差 phase error 

相位差与相位差直径的平均值之差。 

注： 若相位差大于相位差的平均值，则相位误差为正。 

 

准确级 accuracy class 

对微型电流互感器所给定的等级，表示它在规定使用条件下的比值差和相位差保持在规定的限值以

内。 

 

升降变差 error changes during rise and fall 

在电流上升与下降过程中，相同电流百分点误差测量结果之差。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Ipr：额定一次电流。 

Imax：最大电流。 

：电流误差。 

Kr：额定电流比。 

Ip：实际一次电流。 

5 准确级 

微型电流互感器准确级宜从0.1级、0.2级中选取。 

6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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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用途分为： 

—— 主要用于单相智能电表用微型电流互感器； 

—— 经互感器接入式三相智能电表的普通计量用微型电流互感器； 

—— 主要用于直接接入式三相智能电表的抗直流分量微型电流互感器。 

7 要求 

使用条件 

微型电流互感器正常工作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工作温度：-25 ℃～+85 ℃； 

b) 贮存温度：-40 ℃～+90 ℃； 

c) 相对湿度：≤95%； 

d)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e) 无严重影响产品的绝缘气体、蒸汽、化学沉积、尘垢及其腐蚀性、爆炸性介质。 

一般要求 

7.2.1 微型电流互感器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7.2.2 微型电流互感器配套的外购外协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并附有制造商提供的产品合格证明。 

外观要求 

7.3.1 微型电流互感器的外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其中，金属部分应无裂缝、毛刺、生锈、无

腐蚀、明显瑕疵等缺陷；塑胶部分无较大色差，同批色泽基本一致，无明显异色点、料花和发白等现象，

无注塑不良缺陷。 

7.3.2 微型电流互感器的表面颜色应符合对应色板判定的色差范围要求，颜色应根据常规设计或根据

供需方协商设计进行。 

结构要求 

同批微型电流互感器结构具有一致性，内部采用环氧树脂、黄色胶带封装，使用安装方便。 

电气要求 

7.5.1 额定一次电流 

额定一次电流值宜从3 A、5 A、10 A中选取。 

7.5.2 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宜从60 A、80 A、100 A、120 A中选取。 

7.5.3 额定二次电流 

额定二次电流值宜从1 mA、2.5 mA、4 mA、5 mA、10 mA中选取。 

7.5.4 额定电流比 

额定电流比宜从1000：1、2000：1、2500：1、3000：1中选取。 

7.5.5 误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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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电流互感器在温度23 ℃、额定负荷、额定频率的条件下，由表1电流改变量引起的电流误差和

相位误差不应超过表1的限值。 

表1 电流误差和相位误差 

准确级 
电流误差±（%） 相位误差±（´） 

0.01Ipr～1.2Imax 0.01Ipr 0.05Ipr 0.2Ipr Ipr Imax 1.2Imax 

0.1 0.1 12 7 6 5 4 4 

0.2 0.2 25 15 8 8 8 8 

7.5.6 升降变差 

同一只被试样品在相同负载点处的升降误差变差不应大于表1中误差限值的1/6。 

7.5.7 短时热电流 

试验后微型电流互感器在冷却到环境温度5 ℃～40 ℃后能满足下列要求，则认为微型电流互感器

通过短时热电流试验： 

a) 无可见的损伤； 

b) 退磁后，其误差与试验前的差异不超过基本误差限值的一半； 

c) 与导线表面接触的绝缘无明显的劣化现象。 

7.5.8 短时过电流 

微型电流互感器经短时过电流试验后在额定电流和额定负荷时电流误差和相位误差改变量不应大

于表1中误差限值的1/6。 

7.5.9 温升 

当微型电流互感器流过最大电流，并带有对应于额定输出的负荷，此时微型电流互感器的外壳温升

不应大于25 K。 

7.5.10 抗直流分量影响量 

抗直流分量微型电流互感器经受直流和偶次谐波试验，试验电流为0.05Ipr～1.2Imax，其电流误差不

应大于3%，相位误差不应大于500´。 

7.5.11 一次绕组的额定工频耐受电压 

一次绕组的额定工频耐受电压为4 kV（均方根），漏电流小于0.5 mA，试验过程中无破坏性放电现

象。 

7.5.12 冲击耐压性 

微型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经受8.5.9冲击耐压试验后，外观应无损坏，满足其准确级

要求。 

7.5.13 绝缘电阻 

一次绕组对二次绕组及接地端子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 000 MΩ。 

机械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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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应进行引出端强度试验，试验后微型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引出端不应

断裂。 

环境性能要求 

微型电流互感器应进行高温试验、低温试验、高温高湿试验和温度冲击试验，其中高温试验、低温

试验、高温高湿试验按照表2的要求，温度冲击试验按照8.7.4的试验条件，试验后电流误差和相位误差

应满足相应准确级的要求。 

表2 环境试验 

项目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 持续时间 状态 

高温试验 温度：90 ℃±2 ℃ 96 h 非工作状态 

低温试验 温度：-40 ℃±3 ℃ 96 h 非工作状态 

高温高湿试验 温度：85 ℃±2 ℃；湿度：95%±3% 96 h 非工作状态 

限用物质要求 

限用物质限量指标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限用物质要求 

单位毫克每千克（mg/kg） 

序号 项目 指标 

1 铅（Pb) ≤1 000 

2 镉（Cd） ≤100 

3 汞(Hg) ≤1 000  

4 六价铬(Cr(VI)) ≤1 000 

5 多溴联苯(PBBs)之和 ≤1 000 

6 溴联苯醚（PBDEs)之和 ≤1 000 

7 邻苯二甲酸盐含量（以总量计） ≤1 000 

8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正常试验大气条件应不超过以下范围： 

a) 环境温度：15 ℃～25 ℃； 

b) 相对湿度：30%～70%（无凝结）； 

c) 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d) 试验频率：50 Hz±0.5 Hz。 

一般要求 

8.2.1 采用符合精度的游标卡尺、测角仪按照设计图纸对主要外形尺寸进行测量。 

8.2.2 采购的外协件等应检查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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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要求 

在自然光线下采用目视法进行检查。 

结构要求 

采用手动操作法进行检查。 

电气要求 

8.5.1 额定一次电流、最大电流、额定二次电流参数、额定电流比 

基本参数的选择应符合产品的设计要求。 

8.5.2 误差试验 

用比较法测量微型电流互感器的电流误差和相位差时，标准电流互感器应比被检微型电流互感器高

两个准确级，标准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的极性端与被检微型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的极性端串接，标准电

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极性端与被检微型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极性端串接，微型电流互感器二次极性端

与误差测量装置的差流回路极性端连接，二次测量回路接地端与差流回路非极性端连接，差流回路两端

电压应尽量相等并等于地电位，测试前先退磁，相位差测定后计算相位误差值，按照式（1）计算，应

满足7.5.5的要求。 

  =
（𝐾𝑟𝐼𝑠−𝐼𝑝）

𝐼𝑝
× 100% ·································································· (1) 

式中： 

——电流误差； 

Kr——额定电流比； 

Is——测量条件下通过Ip时的实际二次电流； 

Ip——实际一次电流。 

8.5.3 升降变差试验 

按照JJG 313-2010中5.3.6的方法，微型电流互感器在0.05Ipr～Imax范围内，按照负载电流从小到大，

然后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两次测试和计算，记录负载点电流误差和相位误差的变差，应满足7.5.6的规

定。 

8.5.4 短时热电流试验 

按照GB 20840.2-2014中7.2.2.201的试验方法，微型电流互感器的初始温度为5 ℃～40 ℃，试验

时微型电流互感器应在二次绕组短路的情况下进行，一次绕组所加电流I及其持续时间t应满足式（2），

试验后应满足7.5.7的规定。 

 𝐼2𝑡 ≥ 𝐼𝑡ℎ
2 ············································································· (2) 

式中： 

t——在0.5 s～5 s之间； 

Ith——Ith=150Ipr，Ipr为微型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流。 

8.5.5 短时过电流试验 

按照GB/T 17215.311-2008中7.2的方法，单相智能电表用和直接接入式三相电能表用电流互感器经

受30Imax（允差为＋0～10%）的短时过电流，施加时间为半个周期；经互感器接入式三相电能表用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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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互感器应能经受20Imax（允差为+0～10%）的短时过电流，施加时间为0.5 s。试验后应满足7.5.8的

规定。 

8.5.6 温升试验 

按照GB 20840.2-2014中7.2.2.204的方法，采用热电偶测量微型电流互感器的温升，应满足7.5.9

的要求。 

8.5.7 抗直流分量影响量试验 

对抗直流分量微型电流互感器施加0.05Ipr～1.2Imax的直流和偶次谐波，应满足7.5.10的规定。 

8.5.8 一次绕组的额定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对微型电流互感器施加试验电压为4 kV，持续时间60 s。试验后应满足7.5.11的规定。 

8.5.9 冲击耐压试验 

对微型电流互感器进行冲击耐压试验，试验应在正和负两种极性下进行。每一极性应连续冲击15

次，冲击电压峰值为6 kV，冲击波形为1.2 s/50 s雷电波。试验后应满足7.5.12的规定。 

8.5.10 绝缘电阻试验 

按照JJG 313-2010中5.3.2的方法测量。测量时施加的直流电压为500 V，精确度为5级。应满足7.5.13

的规定。 

机械性能试验 

对微型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引出端施加任意方向10 N拉力持续1 min，应满足7.6的规定。 

环境性能试验 

8.7.1 高温试验 

按照GB/T 2423.2-2008中规定的Ba试验方法，微型电流互感器应进行85 ℃高温96 h的贮存，试验

结束后在常温下静止4 h测量误差，应满足7.7的要求。 

8.7.2 低温试验 

按照GB/T 2423.1-2008中规定的Ab试验方法，微型电流互感器应进行−40 ℃低温96 h的贮存，试

验结束后在常温下静置4 h测量误差，应满足7.7的规定。 

8.7.3 高温高湿试验 

按照GB/T 2423.3-2016中规定的Cb试验方法，微型电流互感器应进行85 ℃高温、95%相对湿度96 h

的贮存，试验结束后在常温下静置4 h测量误差，应满足7.7的规定。 

8.7.4 温度冲击试验 

按照GB/T 2423.22-2012中规定的Nb试验方法，试验后恢复4 h，试验结束后的微型电流互感器应满

足7.7的规定。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 低温：−40 ℃持续 30 min； 

b) 高温：85 ℃持续 30 min； 

c) 温度转换时间：2 min～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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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循环周期数：5。 

限用物质要求 

8.8.1 重金属限量 

铅和镉按IEC 62321-5的规定方法进行测定、汞按IEC 62321-4的规定方法进行测定、六价铬按IEC 

62321-7-2的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8.8.2 多溴联苯之和与多溴联苯醚之和 

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按IEC 62321-6的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8.8.3 邻苯二甲酸类 

领苯二甲酸类按IEC 62321-8的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9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周期检验。 

型式检验 

9.2.1 型式检验应在制造厂选择的微型电流互感器样品上进行，以确认产品的特性符合本文件的要求。

除非相关条款另有规定，型式检验均在参比条件下进行，型式检验按表 4规定的全部项目进行。 

9.2.2 若型式检验后，对微型电流互感器进行的更改仅影响其部分性能，可仅对更改后可能影响的一

些特性进行检验。在下述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批量生产后停产一年以上又重新投产；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 行业主管部门、国家或行业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 

出厂检验 

制造厂检验部门对准备出厂的每个微型电流互感器进行规定项目的检验，检验合格后给予合格证，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4。 

周期检验(过程稳定性检验) 

9.4.1 检验方案和项目 

微型电流互感器正常生产时，应按GB/T 2829规定的程序进行周期检验，采用定数抽样方案，抽样

数n=3、合格判定数Ac=0、不合格判定数Re=1。检验项目按表4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 

9.4.2 不合格分类 

检验项目的不合格类别分为A、B二类。A类不合格权值为1，B类不合格权值为0.6。各检验项目的不

合格类别划分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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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不合格类别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一般要求 B √ √ 

2 外观要求 B √ √ 

3 结构要求 B √ √ 

4 额定一次电流、最大电流、额定二次电流、额定电流比 B — √ 

5 误差试验 A √ √ 

6 升降变差试验 A √ √ 

7 短时热电流试验 B √ √ 

8 短时过电流试验 A √ √ 

9 温升试验 B — √ 

10 抗直流分量影响量试验 A √ √ 

11 一次绕组的额定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A √ √ 

12 冲击耐压试验 A √ √ 

13 绝缘电阻试验 A — √ 

14 机械性能试验 B — √ 

15 环境试验 A — √ 

16 限用物质要求 A — √ 

注：  “√”表示应检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检验结果的判定 

检验结果的判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a) 检验中若样本的 A 类不合格或其他类不合格折算为 A 类不合格的累积数大于或等于 Re，则判

为不合格； 

b) 除另有说明外，在同一样本上重复出现的不合格（以 A类计算)，均以一个不合格计； 

c) 按抽样方案中的合格判定数 Ac和不合格判定数 Re对检验结果进行判定。 

10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标志 

10.1.1 铭牌标志 

微型电流互感器的铭牌应标识下列内容： 

a) 规格和名称，注明额定一次电流、最大电流和额定二次电流； 

b) 一次绕组电流和二次绕组电流的进、出线； 

c) 额定频率； 

d) 额定负荷； 

e) 准确级； 

f)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注： 当受产品外形尺寸限制无法完整表达上述标志内容时，标志内容可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解决。 

10.1.2 内、外包装上的标志 



T/CASMES XXX—XXXX 

11 

微型电流互感器的包装上应标识下列内容： 

a) 规格及名称； 

b) 执行标准编号； 

c) 制造厂名称、地址； 

d) 出厂年月。 

包装 

10.2.1 产品应采用合适的包装，应满足 GB/T 13384的要求。 

10.2.2 产品包装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保证产品在贮存和运输时不受损坏。 

10.2.3 包装箱内应装有产品使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 

运输 

微型电流互感器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强烈振动、冲击和雨淋。 

贮存 

包装好的微型电流互感器应在第7章规定的气候条件下贮存，且贮存场所应不含有足以引起腐蚀的

有害物质并保证微型电流互感器不受雨雪的侵害。 



T/CASMES XXX—XXXX 

12 

参 考 文 献 

ROHS指令（EU）2015/863 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